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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理学院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厅函

〔2014〕2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深入落实高校信息公开

清单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6〕

74 号）精神及你厅相关文件要求，我校根据 2019-2020 学年信

息公开执行情况，认真统计整理了 2019 年 9 月 1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信息公开数据，编制了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

度报告。现将 2019 至 2020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概述 

    2019 至 2020 学年度，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四次、五次、六次全会精神，主动梳理

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成效，充分总结经验，找准问题短板，研究解

决思路。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着力健全信息公

开制度，积极推进教育重大决策和群众关注的重点信息公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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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督促检查，不断提升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信

息公开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加强部门沟通协调 

    学校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把信息公开作为促进民主建设、

提高工作质量的重要手段，按照主要领导负责、党办校办牵头、

各部门组织实施、工会协同推进、师生员工积极参与、纪检监审

部门监督检查的工作机制，加强信息报送和公开工作。加大对各

部门、二级学院信息工作建设力度，明确分管领导职责，确定专

兼职信息工作人员，建立信息报送工作 QQ 群，定期召开工作座

谈会，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工作体制。 

    （二）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拓展信息公开渠道 

    学校通过校园门户网站、校报校刊、综合办公系统、校内广

播、宣传专栏等校内媒体和报刊、杂志、电视、政府网站等校外

媒体以及年鉴、会议纪要和简报等方式，公开师生和社会关心的

问题，保障学校信息公开的常态化。利用教代会、单月“教师·校

长”座谈会、双月“学生·校长”座谈会、党团组织生活、新闻

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向师生员工公布学校重大改革方案、建设规划、

绩效工资等关系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征求师生员工意见和建议，

真正落实以师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做好书记信箱、校长信箱的处

理和回复工作，及时办理师生来信，追踪落实情况，做到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结果。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与社会公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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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互动交流和答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师生关注的焦点、热点

问题。 

    （三）进一步深化公开内容，拓展信息公开范围 

    学校 2020 年对信息公开网站进行了升级，并定期更新信息

公开网页，进行多轮信息搜集、梳理、完善、拓展，确保主动公

开信息的完整性，打造和稳固完善的信息内容整体框架。按照“以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大信息主动

公开工作力度。以涉及学校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和社会关注度高的

信息为突破口，继续深入推进不同领域信息公开的内容，确保应

该公开的信息及时公开，增强信息公开的主动性、权威性和实效

性。 

    二、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按照学校《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的文件要求，认真梳理 2019

年至 2020 年信息公开内容。通过认真统计，全年度通过网站主

页主动公开工作信息共计 457 条，重要通知和公告 197 条，通过

综合办公系统印发党委文件 107 件、行政文件 255 件，报送省教

育厅教育动态 26 条，通过官方微信公布学校相关信息 446 条,

官方微博 2370 条。主要涉及办学基本情况、招生考试、财务资

产及收费、人事师资、教学质量、学生管理服务、学风建设、学

科专业、学历学位、对外交流与合作办学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等

10 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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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办学基本信息 

    通过学校主页公布学校概况、组织机构、教育教学、师资队

伍、国际交流、招生就业、校园文化等信息；通过学校办公信息

网发布各项规章制度、十三五各项规划、年党政工作要点和总结

等信息；通过各相关职能部门网站公布各相关领域规章制度。全

年通过综合办公系统发布党委文件 107 件、行政文件 255 件。为

提高教育管理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学校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党务

和校务公开，通过校务会、教职工会议、教代会、设置查询机、

学校主页网公开等方式公开党务、校务信息，做到有关部门办事

职责、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办事流程、办事纪律、办事结果六

公开。编制工作通报，对学校接收的重要文件、领导批示、校内

各单位重要活动，通过 OA 办公系统进行发布。全年收到来自校

长和书记网上信箱信件 18 余封，及时有效地处理和回复了学生

提出的疑问，并对学校相关规定及做法进行了宣传解释。安排校

领导接待日和单月“教师·校长”、双月“学生·校长”座谈，

学校领导与师生员工面对面交流，解决师生员工工作、学习和生

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招生考试信息 

    学校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认真落实教育部《关

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学函〔2013〕9

号）有关要求，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和内容。学校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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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和“通知”随时更新，及时、准确的发布招生的重

要工作和需要考生及社会公众知晓的各类信息，成为考生和社会

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窗口。本年度通过“招生就业处”网页平台

共公开 2020 年四川省各类高考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四川文理

学院省外各类别录取分数线等历年录取信息 722 条。 

    （三）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 

    学校教育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与投诉方式均通过学校网

站、财务处公告栏向学生、家长及社会公开。有关日常财务工作

信息通过 OA 办公系统向校内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公开，共计

24 条。财务办事流程等制作成公告栏安装上墙。仪器设备、图

书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招投标信息通过四川政府采

购网、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达州市招标投标交易网、四

川日报招标比选网发布，共计 141 条。 

    （四）人事师资信息 

    本年度处级领导因公出国（境）共计 3人次，相关信息及时

在学校办公系统进行发布。处级干部外出需填写外出审批表，经

学校领导同意方可外出，每月通过《督查通报》予以公布。涉及

重大人事分配制度，学校召开多层次座谈会，通报政策背景，收

集意见建议，让全校教职工知晓。优化办事流程，人员选聘、专

业技术职务申报、职员申报等各种人事申报材料都通过“人事处”

网页进行发布，方便教职工了解各类相关人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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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学质量信息 

    通过学校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内

容涵盖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师资与教学条件、教学建设与改革、

质量保障体系、学生学习效果、特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

策等与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有关详细情况。教务处主页设置“课程

管理中心”“考试中心”“办事指南”“教务文件”等 9 个栏目，

通过该网站面向学校与社会公布教育教学信息 155 条。学校通过

招生就业处网页发布了《2019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发布公

招公考信息 116 条，就业信息 572 条。2019 届共有毕业生 2923

人，其中本科生 2645 人，专科生 278 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到 95%以上；就业地域流向倾向于四川省，省内就业城市主要集

中在达州市和成都市；毕业生分布人数较多的行业是“教育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及“建筑业”；毕业生总体月平均薪酬为 4278.52 元，比 2018 届

多出 242.77 元。 

    （六）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管理与服务工作，通过部门网站“思想教

育”、“规章制度”、“学工之窗”、“教育风采”等栏目公开学生关

心的信息，常年向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公布《普通本科高校、高

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教育部普通本

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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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四川文理学院勤工助学

管理办法》等国家、四川省和学校制定的学生资助、奖励等相关

文件。本年度，学生工作部（处）共发布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545

条。 

    （七）学风建设信息 

    本年度，学校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

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教技〔2011〕1号）精神，

修订并发布了《学术委员会章程》《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科技合

同管理办法》《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科技处

网站公开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学科建设、项目管理、

成果管理、科研平台建设等共计 80 条。 

    （八）学科、学位信息 

    通过教务处、评估处等部门网站和校内办公信息网公开学校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分认定办法（试行）》和《学士学位

授予实施细则》，并对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情况进行了说明。 

    （九）对外交流与合作办学信息 

    根据国家对外方针政策、涉外法规及上级外事机关关于外事

工作的决定和要求，学校制定并出台《四川文理学院处级干部因

公临时出国管理办法》《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定暂行办法》，努力

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服务广大师生。本学年，学校通过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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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处网页对外公开信息 23 条。 

    （十）其他信息 

    通过校内办公信息网、保卫处网页、QQ、微信等发布防洪、

防震等自然灾害应急措施、节假日安全防范、遏制网络诈骗、宣

传禁毒活动、规范校内交通秩序、防火防灾等通知信息 76 条。 

    三、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 

    学校通过信息公开网公布了信息公开申请的程序以及受理、

监督信息公开的工作部门和联系方式。2019 至 2020 学年度，学

校未收到要求公开信息的相关申请。 

    四、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及相关文件

精神，扎实推进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拓展信息公开渠道，取得了

一定成绩。但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对信

息公开工作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深入，个别干部职工对学校信息公

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到位；二是信息公开工作进展不够平衡，部

分渠道存在更新速度慢、查询困难等问题；三是信息公开制度建

设和长效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在信息公开工作中，我们切实感受到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是推

进依法治校、加强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必须聚全校之力，健全

信息公开机制，拓宽信息公开渠道。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学

校信息督查部门以及群众评议的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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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督查，不断改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积极探

索信息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建设，继续完善学校信息公开目录，

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丰富学校信息公开的渠道、内容和形式，

确保信息公开工作更上新台阶。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本学年，信息公开工作未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等情况。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暂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七、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见附件） 

 

    附件：四川文理学院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四川文理学院 

                              2020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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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文理学院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序

号 
类别 公开事项 网上链接地址 责任部门 

1 基本信息 

（1）学校领导 https://www.sasu.edu.cn/xxgk/xrld2.htm 
校办公室 

（2）机构设置 https://www.sasu.edu.cn/zzjg/glfwbm.htm 

（3）基本办学数据 https://www.sasu.edu.cn/xxgk/xxgk.htm 教务处、人事处、学生处 

（4）学校规章 http://xxgk.sasu.edu.cn/show_news.php?ID=85 校办公室 

（5）教代会制度与报告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76 工会 

（6）学术委员会制度与报告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77 科技处 

（7）学校发展规划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78 发展规划处 

（8）学校年度工作要点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79 
校办公室 

（9）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0 

2 招生信息 

（10）各类招生信息 https://zjc.sasu.edu.cn/zslq.htm 招生就业处 

继续教育学院 

（11）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

及测试结果 

https://zjc.sasu.edu.cn/zslq/lqdt.htm 
招生就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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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录取信息与分数线查询 https://zjc.sasu.edu.cn/zslq/lnlqfs.htm 

（13）招生咨询与申诉 https://zjc.sasu.edu.cn/zslq/dksw.htm 

3 财务信息 

（14）财务管理制度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2 计划财务处 

（15）资产管理制度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5 
国有资产管理处 

（16）受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98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91 博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资产管理处 

（18）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

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

投标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67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19）收支预算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71 

计划财务处 
（20）收支决算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1 

（21）收费项目及投诉(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投诉方式)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2 

4 人事师资 

（22）校领导社会兼职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6 组织部 

（23）校领导因公出国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28 国际合作交流处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29 人事处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信息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8 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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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人员招聘信息 https://rsc.sasu.edu.cn/gzdt/rczp.htm 人事处 

（27）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73 工会 

5 教学质量 

（28）本科生与教师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97 

教务处 
（29）专业设置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54 

（30）开设课程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72 

（31）教授授课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62 

（32）就业政策与服务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93 

招生就业处 
（33）毕业生就业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75 

（34）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 

http://xxgk.sasu.edu.cn/show_news.php?ID=156 

（35）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96 
教务处 

（36）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94 

6 学生管理 

（37）学籍管理办法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55 

学生处 
（38）学生资助相关申请与规定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92 

（39）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74 

（40）学生申诉办法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3 

7 学风建设 
（41）学风建设机构及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5 教务处、学生处 

（42）学术规范制度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6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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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7 科技处 

8 学位学科 

（44）授予学士学位要求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89 教务处 

（45）拟新增学位授权点申报与论

证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90 

9 对外交流 
（46）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92 国际合作交流处 

 （47）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93 

10 其他事项 

（48）巡视反馈意见及整改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95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49）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预

警信息和处置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96 保卫处 

（50）涉及学校重大事件的调查和

处理情况 

http://xxgk.sasu.edu.cn/list.php?cid=197 保卫处、纪委办公室、监

察处 

 

 


